
责任编辑：张 晨 版 式：张晓康

30星期三 2020年12月 关注扬州观察 03 版YZ

近日，上海鹍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投
资建立的癌症早筛研发与产业化基地项
目落户扬州高新技术开发区。该项目总
投资50亿元人民币，一举实现了邗江重
特大项目的突破。据了解，扬州基地建成
后将成为达到GMP标准的全球产品供应
中心，主要进行癌症早筛及早诊试剂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工作，为该区蓬勃发展的生
物医药产业增添了一支“生力军”。邗江
区委书记钱峰明确表示，勇夺双胜利、启
航新征程，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
实体经济是基础支撑，项目投入是硬核力
量。邗江要强化项目“首位度”，力推邗江
实体经济率先突围。

2019年，邗江区GDP按可比价增长
7.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51265元、26114元，在中国百强区排名前
移至第24位，获评省高质量发展先进区。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高水平小康勇争先，多
年来一直以工业强区特色领跑市域经济的
邗江，给自己的“十三五”交出一份优秀答
卷。面向“十四五”，邗江区区长张新钢表
示，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家底，邗江将
坚持制造业发展不动摇，继续把工业强区
作为主基调、主航道，强化基础投入和科技
创新，不断提升区域竞争优势。

强经济“家底”，实体发展持续“领跑”。
11月11日，邗江区召开推动企业创新

发展大会，出台了支持企业技改和鼓励上
市等三份诚意满满的文件，重拳优化营商
服务，重金扶持实体经济。2019年，扬州
高新区位列全省国家级高新区第9名，维
扬经济开发区在省级开发区排名13位。

提升园区能级，使之真正成为经济发
展的主战场、主阵地，一直是该区经济发
展的主攻方向。今年1-10月，该区规上
工业产值增长11%，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工业开票增长7.8%，均位列扬州全市
第一。快速的经济复苏能力，依靠的正是
这些年邗江始终坚持高点定位夯实了产
业基石。

传统优势产业装备制造全面转型升
级，向智能化、柔性化提升，推动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向生产制造环节
延伸，现有规上企业145家，其中扬力、扬
锻、金方圆均位列行业前5强。打造出有
持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2019年微电子
开票销售突破70亿元。

生物医药产业和微电子产业，是近些
年来邗江“无中生有”并且逐渐做大做强
的新兴产业。邗江区委书记钱峰表示，生
物健康产业已成为邗江产业发展的最大
增长极。邗江正全力提升生物健康产业
规模、发展层次，精心打造扬州唯一的生
物科技产业园,集聚了包括国药、联环、艾
迪等上市企业在内的80余家企业，已涵
盖生物制药、高端医疗器械、互联网医疗
等多个细分领域，围绕建设百亿级产业集
群的目标愿景，邗江“十四五”期间将全力
招引生物健康领域优秀企业来邗发展、入
驻加盟。

集聚科创动能，建成科技产业综合体
12个、总建成面积160万平方米，创成省
级以上孵化器11家，各类载体总量均居
扬州第一。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并
成为全省首家签约县市区，拥有省数控机

床研究院实验室等多个科创平台。近3
年累计净增高企99家。围绕强链、补链、
扩链，近5年新招引产业项目328个，航宇
航空碳纤维、扬杰8吋晶圆、天平药业等
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助推企业拥抱资本
市场，扬杰科技、艾迪药业分别成为扬州
第1家创业板、科创板上市企业，苏奥传
感、海昌新材先后登陆创业板，上市企业
总量位居全市第一。

坚实的经济基础，使高水平城市更新
和高起点乡村振兴成为现实。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十三五”期
间，邗江坚决将8个经审查不符合产业政
策、发展规划和群众期待的项目挡在了门
外。2018年起组织实施“绿满邗江”行
动，邗江精心打造北湖湿地公园，对古运
河西岸、邵伯湖岸线、611省道沿线进行
绿化提升，全区林木覆盖率达24.6%，永
久性保护绿地面积达到110万平方米。

2019年邗江成功打造了甘泉琴筝文
化产业园、壹点文创园、竹西文汇里等一
批文化产业园区，培育了笛莎创意等一批
优质文化企业。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深入
推进，春江花月夜艺术馆、瓜洲古渡南北
园、邗文化博物馆建成开放，完成京杭运
河现代绿色航道示范区建设。

生活环境改善，文化生活丰富，老百
姓口袋也鼓了起来。

11月18日下午，扬州金槐村的欣田
商贸有限公司，3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堆
满各种毛绒布艺类玩具。老板刘荣勋在
刚刚过去的“双11”生意很红火，“拼多多
上的订单量几乎每天都有1000多单。”金

槐村全村800多户，有一半从事毛绒玩具
电子商务销售，2000多人从事电子商务
及相关工作。全村电子商务年销售2亿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550元。隔壁的花
瓶村同样作为淘宝村，2019年创建成为
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全村已形成毛绒
玩具、漆器、玩具设计、研发、加工、生产、
销售较为完整的产业链群。花瓶村党总
支书记梅从祥告诉记者，目前正在全面规
划村里的预留土地，打算建2000平方米
的电子商务中心，将村里在家开网店的商
户集中在一起办公，形成规模化、市场化
运作。

脱贫攻坚路上坚决不让一个人掉
队。2019年底邗江所有建档立卡农户全
部实现脱贫转化。为激活“源头活水”，邗
江近年连续出台三轮扶持村级集体经济
政策，鼓励发展物业光伏项目、实施产业
扶贫、盘活四老资源、开展企村联建等，多
途径助村集体增收，打造出“中国最美渔
村”沿湖村等一批新农村的示范点。2019
年，经济薄弱村村均收入达79.36万元。
据悉，2020年起，区级财政每年安排2000
万元，分三年扶持发展60个物业产业项
目，确保到2022年底大部分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达100万元以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富”的
果实更加甜美，让“美”的成色更加鲜明，
邗江在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征途上，正
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自
觉精神奋力书写“强富美高”新邗江的新
画卷。

本报记者 汪 滢 通讯员 韩 萱

邗江高水平全面小康劲帆启航“十四五”

强经济“家底”美城市“成色”富百姓“口袋”

11月，从北京捧回全国文明城市的
奖牌，高邮市委书记韦峰难抑激动之
情。“新荣誉赋予我们新使命，更加坚定
了我们跑好现代化新征程的文化自信。”
他表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
节点，迎来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一
大事喜事，为高邮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能。

高质量产业是高邮决胜全面小康的
基础。近日，记者走进江苏胜帆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的制造基地，超2.4万平方米的
厂房“整装待发”。据了解，该项目主要生
产5G线路板，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形成年
产 9.6 万平方米 5G 高频液晶聚合物
（LCP）线路板和8.4万平方米高密度互连
（HDI）线路板的生产能力，年开票销售15
亿元以上。

在高邮，越来越多和江苏胜帆一样的
高科技龙头企业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经
济主引擎。2019年，高邮荣列全国县域

经济百强榜第47位，高质量发展综合指
数在全省排名前进3位。今年1-9月份，
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574.2亿元，增长2.7%，
规上工业增加值、全部工业开票、固定资
产投资分别增长6.3%、4.9%、1.2%，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1%，大部分
经济和民生指标守牢“稳”的基本盘，保持

“进”的加速度。
全方位精准帮扶困难家庭，确保“一

户都不能少”是高邮决胜全面小康的特色
做法。高邮市市长张利表示，高邮紧盯制
约发展的瓶颈和全面小康的短板，开展精
准帮扶、精准治理行动，努力夯实高水平
全面小康的基础。聚焦聚力精准扶贫。
以“三保三助三提升”为重点，精准打好扶
贫攻坚战，将低收入农户“三保五助”扶贫
政策落实情况“一户一档”录入“阳光扶
贫”系统，开展精准化、连续性帮扶，全市
低收入农户脱贫率达100%。连续实施三
轮最贫困家庭帮扶行动计划，累计帮助

253户最贫困家庭走出困境，目前第四轮
247户帮扶对象已经确定。组织市级机
关部门采用“2+1”结对帮扶模式，对28个
经济薄弱村实施物业产业项目帮扶，持续
跟进12个市级经济薄弱村和30个省扶持
项目试点工作。2019年底，全市建档立
卡低收入农户7543户14561人实现整体
脱贫，175个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
达45万元以上。

作为在扬州率先创成全国文明城市
的县级市，高邮的文明城市创建在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高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
告诉记者，2018年以来，高邮开启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新征程，坚持“创建为民、创建
惠民、创建靠民”，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占
道经营、店外出摊、交通拥堵、不文明出行
等乱象，建设北海等10多个疏导点，取代
马路市场，地摊经济更有活力；建设20多
处袖珍广场、口袋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健身休闲；与此同时，建设北门酒厂、

佳和路等10多个停车场和立体停车场，
按照“能划则划”的原则，城市累计增加、
出新机动车泊位7800多个。

“下足‘绣花’功夫，做好‘精准’文
章。”高邮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仇家春表
示，在脱贫攻坚的具体举措上，高邮积极
落实低收入农户相关政策，每年为建档
立卡低收入农户减免5吨用水、15度用
电、电视收视费、政策性农业保险等费用
约250万元，为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实
施危房改造400多户。高邮还专门成立
了最贫困家庭精准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和
督查小组，由市委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
市财政局通过压减财政供养人员公共经
费，慈善总会、光彩事业促进会等社会组
织以及爱心企业募集等渠道，累计落实
最贫困家庭精准帮扶基金2000多万元，
并按照《最贫困家庭精准帮扶基金管理
办法》要求，实行专款专用。

本报通讯员 邮 萱
本报记者 李 源 见习记者 李鑫津

高邮文明“金牌”让全面小康更有底色

本报讯 12月26日是高邮战役胜利75周年纪念日。
当天上午，“纪念高邮战役胜利75周年”纪念封发行仪式暨
高邮文艺界抗战教育活动在高邮市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
馆举办。

“纪念高邮战役胜利75周年”纪念封正面由红旗、胜
利广场的雕塑——“光辉时刻”，以及侵华日军向新四军
投降处旧址——公园礼堂三部分组成。据纪念封设计者
焦成钢介绍，红旗代表新四军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许
多将士的生命；“光辉时刻”雕塑寓意75年前光复高邮城
之后，新四军庆祝伟大胜利的喜庆场景；而公园礼堂既是
抗日战争最后一役胜利的见证，又是新时代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重要纪念场所。把三者有
机结合在一起，体现出高邮战役的伟大意义，从而让抗战
精神得以体现。

近年来，高邮市委、市政府围绕高邮战役，组织开展
一系列史料收集和场馆建设工作。2015年8月24日，“侵
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5年12月26日，
胜利广场竣工开放；2017年4月17日，抗日战争最后一役
纪念馆正式建成开馆；2018年9月2日，全国第一家抗战
报纸博物馆——苏中抗战老报馆建成开馆；2019年3月，
抗日战争最后一役文化园建成国家4A级景区；2019年5
月，“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成为江苏省文物保
护单位。

如今，抗日战争最后一役文化园已成为红色教育和
抗战教育的重要景区，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及本地市民
前来参观学习、感受抗战精神。

（刘冰章 李 源）

“高邮战役”胜利75周年
纪念封首发

本报讯 12月20日，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挂牌成为上
海市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食管癌多中心临床
研究成员单位。同时，中国县域医院院长联盟扬州县域消
化专科联盟成立，标志着扬州加入了长三角最具实力的消
化专科医教研联盟，今后更多先进的消化专科医学成果将
惠及扬州市民。

消化系统疾病及消化道癌症早期诊断尤为重要。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殷旭东介绍，去年，扬州市医学
会消化内镜专科分会联盟成立，共有44家基层医疗机
构加入联盟，一年来，联盟坚持在扬州地区开展大规模
消化道早癌筛查。此次由消化系统疾病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兆申牵头，扬大附院将借助成员单位和联
盟的优势，在消化道系统疾病的医教研中将更多科研
成果转化为临床技术，惠及患者。

李兆申表示，今后借助扬州的医联体和扬州县域消化
专科联盟，将可以把最先进的消化专科技术和成果在当地
普及，扬州老百姓不出扬州、不到周边大城市，就可以接受
先进技术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据了解，扬州市一直高度重视消化道早癌筛查工作，将
之列入了民生一号文件和民生实事项目。在消化道内镜技
术普及方面，该市通过扬大附院等大型医院带动，借助医疗
单位联盟，推动消化内镜技术在全市实现了均衡、同质和规
范发展。 （仇上斌 朱 婷 张 晨）

早癌筛查治疗不出城

扬州县域消化专科
联盟成立

本报讯 12月16日，扬州市广陵区举行先进制造业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其中签约落户的圆中电动重卡产业链项
目和恒润高端装备新材料项目总投资均达100亿元。

近年来广陵区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的发展理念，
把推动重大产业项目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项目，作为提
高经济质量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成功引
进落户了一批全国领先、国际先进的优质制造业项
目。特别是去年以来，该区以“1135”重大项目工程为
引领，每年高标准实施亿元以上开竣工项目100个，列
省投资库5000万元以上项目100个，市级重点项目30
个，省级重点项目5个，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先进制
造业项目。

“制造业是振兴实体经济的根本所在，发展先进制造业
更是推动开发园区‘二次创业’‘二次振兴’、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广陵区委书记潘学元表示，当天集
中签约的18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50亿元，既有高端装备
制造项目，也有精密电子信息项目，既有食品深加工项目，
也有医械自动化生产项目，特别是圆中电动重卡产业链、恒
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项目，不仅规模体量大、科技含量高、
发展后劲强，而且充分体现了高新元素，符合广陵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方向，将为广陵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入新
发展格局，奋力担当“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新使
命，培育更多的增长新动能，注入更为强劲的发展新动力。

（广 宣 张 晨）

广陵再签两个百亿级
先进制造业项目

萧亚飞 吴宗琴摄

12月26日晚，一场由“萌娃”为主角的街舞汇演在仪征上演，来自仪征多家街舞培训机构的学员们盛装登台，他们努力的动作、认真的表情，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周晓明摄

萌娃
舞动城市


